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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绿色发展发展总体部署，进一步加强粤港
澳大湾区、泛珠三角区域与葡萄牙、卢森堡等欧盟国家的经济
金融联系，同时继续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金融
合作平台的积极作用。在国家发改委、工信部的指导支持下，
今年3月初澳门特区政府牵头组织泛珠9+2省区代表团赴葡萄牙、
卢森堡开展绿色金融调研考察。

欧洲投资银行、卢森堡证券交易所、葡萄牙中央银
行、葡萄牙能源公司、千禧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
，以及卢森堡金融推广署、金融标签局等政府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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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

第一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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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3年，世界第一个

环境领域的行动规则

形成绿色环保的

可持续发展理念

1992年《联合国气候变化

框架公约》签署

为达到目标，需要在节能、低碳、清洁能源、交通体系和绿色建筑等

绿色领域大量投资，进一步带动了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。

工业化带来了环境和生态

的破坏，英国伦敦、比利

时马斯河谷都发生过著名

的烟雾公害事件。

反映到金融体系。

欧洲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推动者和实践

者，欧盟碳减排目标在全球领先，到2030年

要比1990年减少40%，到2050年进一步减

少80%，而我国是到2030年达到峰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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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性金融机构

1

2

3

其由欧共体于1958年1月发起成立，1959年正式运营，

现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均为其股东出资人。

贷款投向逐步多元化，主要包括支持创新与就业、中小

企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，特别是气候和环境保护，是

全球范围内投资应对气候变化项目资金最大的金融机构。

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还发行了世界上首只气候相关债券，

募集资金投资有关项目。

除了欧洲投资银行外，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英国绿色投资银行等，
都致力于绿色发展领域政策性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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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银行系统

千禧银行积极发展ESG投资，还
基于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和
可持续发展目标制订了更进一步
的评估标准，发展责任投资
（Impact investment）。

2018年3月，欧盟委员会发布
《为可持续增长融资的行动计划》

今年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又
将实施商业银行ESG风险信息强制

披露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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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债券市场

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
的债券交易所之一，存量债券
3.2万只，规模6.57万亿欧元

USD 120+ billion 

270+ securities 

190%+ growth 

50% market share LG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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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ternational investors
Chinese green bonds on 

SSE and CIB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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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基金等资管体系

绿色基金

ESG资产管理

欧洲投资银行、葡萄牙能源公司、千禧银行都发起设立

或者管理绿色基金。

基于ESG原则的资产管理业务自2006年以来增长了15倍，

欧洲的规模大概是15万亿美元，占全球的一半左右（美国占38%），

卢森堡不仅成为绿色债券发行中心也成为绿色资产管理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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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金融发展的“软环境”

完备的基础设施

和公共投资

完善的司法体系

全欧盟最低

的增值税率

一流的金融网络

廉洁高效的政府

深入全社会

的环保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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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盟绿色金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

绿色金融产品发行

效率不高

存在资金期
限错配问题

绿色金融标准是
概括性、描述性，
没有量化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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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洲绿色金融发展的启示

第二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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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色发展是中国新时期五大发展理念之一，也是粤港澳
大湾区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发展原则，绿色发展相应的
需要绿色金融体系的支撑。

相较于国外，我国“绿色金融”体系仍处于学习和探索
阶段，还需政府部门、金融机构以及广大市场参与者们
共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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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国际经验交流，提升认同性

加快第三方认证体系建设

市场运作和政府引导
相结合

制订统一的标准，
进一步明晰“绿色
金融”的定义

由于债券市场处于分割状态，特别是
要把绿色债券的标准统一起来，便于
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。

运作模式必须是以市场化为前提的，
具有一定公益性特征，需要政府提供
适宜的引导和支持。

加强专业绿色评估、认证服务第三方
机构能力建设和市场监管。

研究绿色标准之间的共识性，建立统一
的信息披露制度，提高我国评级方法和
标准的透明度，加速国际化绿色指数开
发。

学习借鉴的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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